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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重回正轨

“武汉重启离汉通道，意味着中国疫情最重的
城市已经挺过最艰难的时期，并且按下了重启
键。”新加坡 《联合早报》 报道称，武汉市在暂时
关闭离汉通道 76天后，于 4月 8日零时重新打开城
门，开启出入武汉的通道。

据美联社报道，长江一直是武汉的生命线。在
这座拥有1100万人口的城市，重启长江轮渡服务是
让商业和日常生活重回正轨的重要象征性步骤。

新加坡 《联合早报》 网站报道称，为保障市民
出行需求，4月 22日起，武汉城市公交、轨道交通
恢复全线网运营。网约出租车、省际长途客运班线
从4月30日起恢复运营。

法新社报道，武汉的商场和便利店 3 月底重新
开业。就连交通拥堵也卷土重来。通勤高峰时段，
在前往武汉火车站和长江隧道的道路上，汽车车速
缓慢。湖北全省的高三学生将从 5 月 6 日起重返学
校，而许多工人已经回归工作。

据拉美社报道，与中国其他一些城市一样，武汉
市政府发放消费券以刺激消费。武汉是中国经济最
大的“发动机”之一，在新冠肺炎疫情中遭受严重打
击。无论是不是武汉居民，所有在武汉人员均可参与
消费券的领取和使用活动，消费券可用于商场购物
或文体旅游项目的消费。

西班牙 《世界报》 网站发表报道 《中国的复
活》 称，武汉已逐步恢复正常，武汉仍然禁止人
员集聚，但越来越多的商铺已经重新开张。大多
数饭店仅提供外卖服务。为了帮助不断萎缩的餐
饮业复苏，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减税、
减少租金、减免水电费等。在武汉周边地区，几
乎所有工厂和企业都恢复了正常运营。根据政府
的官方数据，目前有近 99%的住宅区是“无疫情
小区”。

继续防疫有序复产

“如今，湖北省武汉市已转为低风险区。”新加
坡《联合早报》网站报道称。

武汉在采取严格防疫举措的同时，有序开展复
工复产，引发外媒关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以武汉为省会的
湖北省继续维持最高级别的应急措施。数以万计的
武汉居民在重启离汉通道后离开这座城市。全国各
地的火车站加强了消毒和检查程序，包括广州、深
圳在内的多座城市表示，从武汉返回的人将采取自
我隔离措施，并接受定期检测。

报道称，武汉市重启离汉通道，但仍有限制
规定。若出行去其他地方，居民必须出示手机上
的健康二维码。绿色二维码意味着他们身体健
康，可安全出行。中国许多城市都在使用这一套
系统。武汉市民如果有绿色健康码和用人单位出
具的信件，就可以复工。武汉市的许多企业已经
复工。

据路透社报道，为了防止疫情卷土重来，武汉
社区工作人员还在继续密切关注社区居民，了解他
们去了哪里，以及他们的身体状况如何。虽然武汉
市重新开放了购物中心，允许企业复工，但密切关
注社区动向仍是居委会的重要任务。

马来西亚 《星报》 发布报道 《疫情过后，中国
武汉的农贸市场重新开放》称，武汉重启离汉通道
后，武汉农副产品市场里的鱼贩、菜贩们纷纷重新
开张营业。武汉市政府工作人员表示，该市将投入
2亿元人民币财政资金，用于规划改造当地的425家
农贸市场，大力改善卫生状况。

美国 《纽约时报》 报道援引武汉市副市长胡亚
波的话称，武汉市“四上”及房地产开发企业复工
10897家，复工率93.6%，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
工率97.2%，规上服务业企业复工率93.2%。

世界看到前进方向

“在温暖的春日，武汉如同凤凰一般，从黑暗
的新冠病毒战役中复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
道称，武汉“重启”是中国抗疫的最新里程碑，火
车站、机场、高速公路、桥梁和隧道见证了武汉

“重启”这一历史性时刻。“这座城市如今象征着中
国的复苏。”

武汉从疫情“风暴之眼”中走出的历程，给正
经历疫情考验的其他国家提供经验，带去希望。

英国 《卫报》 报道称，与欧美相比，中国等较
早暴发新冠肺炎疫情的亚洲国家，在应对方面领先
了好几步。许多人拭目以待，观察这些地区能否顺
利恢复运转。

英国权威医学杂志 《柳叶刀》 刊文称，中国暂
时关闭离汉通道等措施成功地将疫情减少到“感染
数量非常低的水平”。如今，许多疫情严重的国家
似乎已撑过了“病毒风暴”， 不过眼下还不是放松
的时候。

美联社刊文称，武汉及湖北周边省份采取的疫
情防控措施已被证明足够成功，武汉史无前例的防
控措施为全世界正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树立
了榜样，世界各国也已经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美国 《纽约时报》 报道称，1 月下旬，中国政
府暂时关闭离汉通道以控制疫情时，许多局外人曾
认为这是一种极端的做法。但随着全球疫情蔓延，
世界各国都开始对本国公民活动实施各种严格限
制。受疫情影响的城市要完全恢复正常也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武汉的“复苏”可以让人们一窥中国如
何从停摆走向重启，也给世界其他受疫情影响的地
方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法新社刊文称，武汉在暂时关闭离汉通道76天
后“重启”，给沮丧的世界带来了鼓舞，它证明新
冠病毒不会永无止境地传播下去。

武汉“康复”鼓舞全球战疫信心
本报记者 高 乔

4月8日零时，湖北省武汉市重启离汉
通道。4月24日，武汉新冠肺炎重症病例实
现清零。4月26日，武汉在院治疗新冠肺炎
患者清零。因疫情暂时关闭离汉通道而蛰伏
76天的武汉市逐渐“康复”。

在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
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介

绍，下一步将落实中央要求，继续做好外
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同时尽快恢复医
疗秩序，满足群众医疗需求。

“重启”“希望”“复苏”，成为海外媒
体近来对武汉报道的关键词，武汉经济社
会重回正轨的历程，吸引着世界的关注与
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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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市民游客凭绿码来到武汉东湖绿道休闲游玩，享受春光。

图为市民在武汉汉口江滩漫步。图为市民在武汉汉口江滩漫步。

图为武汉鹦鹉洲长江大桥上的车流。
赵广亮摄 （人民视觉）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粤0309民初6724号 VINOD KU-
MAR LAKHAYANI：本院受理原告张莉诉被告VINOD KUMAR LAKHAYANI
离婚纠纷一案，因被告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9）粤0309民初6724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九十日
即视为送达。你方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院
定于2020年9月18日9时30分在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开庭，请于
开庭前十分钟在开庭地点进行证据交换。请依时出庭，逾期将依法裁判。（2019）
粤0309民初6724号原告的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原被告离婚；2.依法将婚生子黎
雨涵的抚养权判归原告；3.判决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张力（chang lik）：本院审理的（2017）鄂民初 60号原
告武汉中恒基置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张力（chang lik）、被告余晓安、被告湖北红莲
湖旅游度假区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武汉大发投资有限公司、第三人武汉市海鼎
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三被告向原告支付实际
投入款、报酬、利润共计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4399.4万元；2.三被告向原告支
付违约金至还清欠款之日（截至2017年8月31日为7347.04万元）；3.本案诉讼费、
保全费由三被告负担；4.三被告共同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本院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责任通知书、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以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30日。答辩和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00、
下午14：30分别在本院西区102法庭公开质证、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欣：本院受理王健诉你离婚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京 0106 民初 33970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右安门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侯克两合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北京明
和龙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侯
克两合公司商标行政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7）京
73行初660号行政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撤销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商评字［2016］第103697号《关于第8928990号

“TRAXX”商标撤销复审决定书》；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就原告北
京明和龙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针对第8928990号“TRAXX”商标所提撤销复审
申请重新作出决定。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
产权局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北京明和龙知识
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第三人侯克两合公司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
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同时，向你方公告送达被告上诉
状，内容如下：被告不服一审判决，其于2019年11月15日提起上诉，其上诉称一
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该上诉状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卫星：本院受理原告陈梦中与被告王继兰、高卫
星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105民再56
号民事判决书及王继兰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BIN ZIELER（舒滨）、JIE SHU（舒
洁）：本院受理（2019）京0102民初7143号原告ANA PEI SHU（舒沛）诉你二人所有权
确认纠纷一案，原告ANA PEI SHU（舒沛）起诉要求：1.确认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广外
红莲北里2号楼5-1-102号舒滨名下房屋为原、被告共同所有；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
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证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南区六层第十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京 04民初 155号 朱磊（ZHU LEI）：本
院受理原告邓建虎与被告朱磊（ZHU LEI）、创毅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出资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证据材料一
套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并定于2020年9月2日下午2点整在本院第
七法庭公开审理，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粤0307民初10678号之二 巫秀兰、
巫秀娟：本院受理原告何碧云、巫秀芬、巫秀玲、巫冠强诉被告巫秀兰、巫秀娟法
定继承纠纷一案，现因你们下落不明，本院无法与你们联系直接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如下法律文
书：（2016）粤0307民初106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登记在原告何碧云与被
继承人巫仕敏［原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C027580（6），原英国护照号码：
013756838］位于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西坑村富坑自然村4巷1号房屋的所有权

［不动产权证号：粤（2019）深圳市不动产权第0136197号，巫仕敏、何碧云各占50%
产权份额］，原告何碧云享有十二分之七，原告巫秀芬、巫秀玲、巫冠强、被告巫秀
兰、巫秀娟各享有十二分之一的份额；二、确认位于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乐华
街6号1栋厂房的使用权，原告何碧云享有十二分之七，原告巫秀芬、巫秀玲、巫冠
强、被告巫秀兰、巫秀娟各享有十二分之一的份额；三、驳回原告何碧云、巫秀芬、
巫秀玲、巫冠强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4586元，由何碧云、巫
秀芬、巫秀玲、巫冠强负担人民币24386元，被告巫秀兰、巫秀娟各负担人民币100
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原、被告可在本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汉斯·雨果·多恩赛夫（DORNSEIF HANS）：本院
受理原告大众汽车（中国）销售有限公司与被告汉斯·雨果·多恩赛夫（DORNSEIF
HANS）、康创（北京）咨询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决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书副本，证据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并定于2020年10月26日上午9时在
本院奥运村法庭第九法庭开庭进行审理，届时举证期限截止，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慧芬：本院受理原告北京华彬国际大厦有限公
司酒店分公司与被告李慧芬旅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京0105民初3158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卡莱流体技术公司：本院受理的（2018）京73行初7690
号原告仙居县特威气动工具有限公司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第三人卡莱流体技术公司商标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通知你方作为本案第三人

参加诉讼，并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当事人参加诉讼须知、原告证据目录、被告答辩状、被告证据目录以及开庭
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月21日上午10：30在本院
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届时你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旭明：本院受理原告刘彦斌诉
刘义书、刘旭明分家析产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及原告提交的证据。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本案定于 2020
年9月28日下午14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则
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史考特证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2017）京73行初9515号原告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史考特证券有限公司商标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通知你
方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第三人参加诉
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参加诉讼须知、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原告证据、
被告答辩状、被告证据以及开庭传票。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个月即视
为送达，陈述意见、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答
辩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届时你方无
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蓓微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2018）
京73行初11231号原告四川省禾硕农业有限公司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行
政纠纷一案，本案系原告不服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评字

［2018］第 0000140676号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裁定书提起的诉讼，本院依法通知你
方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当事人参加诉讼须知、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材料，被告答辩状及被告证
据等。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三个月即视为送达，陈述意见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本院定于 2020年 9月 16日上午 10时在本院第十九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届时你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金相杓：本院受理的（2018）京73行初2991号原告乔俊
霞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金相杓专利行政纠纷一案。
现依法通知你方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参加诉讼须知、原告证据目录、被告
答辩状、被告证据目录以及开庭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
2021年1月20日上午9：30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届时你方无正当
理由拒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晗：本院受理原告吴艋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诉讼材料。原告的诉讼请求如下：1.判令你与李晗离婚；2.本案诉讼费由李晗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为答辩期。你
应当自应诉通知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提交证据，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
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
顺延）开庭，地点为本院东2-19法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朴振镐（PARK JINHO，韩国籍）：本院受理李娜
诉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变更登记行为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依
法公告送达（2019）京03行初241号行政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到本院
领取行政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美国洁夫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2019）京
73行初3261号原告菲亚特克莱斯勒美国有限公司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行
政纠纷一案，本案系原告不服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评字

［2018］第 0000211577号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裁定书提起的诉讼，本院依法通知你
方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当事人参加诉讼须知、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材料、被告答辩状及被告证
据等。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三个月即视为送达，陈述意见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9月9日下午14时在本院第十九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届时你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龙禧宝（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18）京
73行初3979号原告彪马欧洲公司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
人龙禧宝（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商标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通知你方作为本
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参加诉讼须知、原告证据目录、被告答辩状、被告证据目
录以及开庭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9月11日上午
9：30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届时你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徐迪（XU DI）：本院受理原告刘
志诉被告徐迪（XU DI）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京0105民初8819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
奥运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诺凡尼国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7）京73行初4515
号原告通用汽车英国有限公司与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诺凡尼国际有限
公司商标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一审行政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撤销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商评
字［2017］第2968号关于第10429066号“VAUXHALL及图”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裁
定；二、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就原告沃克斯豪尔汽车有限公司针
对第 10429066 号“VAUXHALL 及图”商标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重新作出裁定。
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九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请在公告送
达期满之日后的三十日内提交上诉状及副本，并交纳上诉费用100元。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粤0105民初16029号 何崇源、何崇
本、何维端、何崇熙、何崇基、何维坤：本院受理（2018）粤0105民初16029号原告何
文英、何文穗诉被告何崇源、何崇本、何维端、何崇熙、何崇基、何维坤、赵绮年、赵
晓中继承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与被告共同登记继承房产登记
号为地字6652号，房产地址广州市南华中路49、51号产权中被继承人何崇均名下
的三分之一产权份额，继承后，二原告各占上述房屋的29/270的产权份额，被告
何崇源、何崇本、何维端、何崇熙、何崇基、何维坤各占上述房屋 2/125 的产权份
额，被告赵绮年、赵晓中各占上述房屋1/135的产权份额；2.判令原告与被告共同
继承登记字号为地字6653号，房产地址广州市南华中路南洲局前街22号之1产
权中被继承人何崇均名下的三分之一产权份额，继承后，二原告各占上述房屋
29/207的产权份额，被告何崇源、何崇本、何维端、何崇熙、何崇基、何维坤各占上
述房屋2/125的产权份额，被告赵绮年、赵晓中各占上述房屋1/135的产权份额；
3.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所有继承人共同承担。现因被告何崇源（男，1930年 6

月28日出生）、被告何崇本（男，1938年12月5日出生）、被告何维端（女，1941年10
月 22日出生）、被告何崇熙（男，1943年 4月 5日出生）、被告何崇基（男，1937年 3
月10日出生）、被告何维坤（女，1935年7月23日出生）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起诉状、传票、证据、举证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视为送
达。答辩期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起算30日内，举证期从答辩期届满后起算15日
内。本案定于2020年9月28日8时45分于本院第19法庭适用一审普通程序开庭
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并在大洋网公告送达裁判文书。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公告 TSE MAN DIK ANDY：本院受理（2020）
粤0105民初12798号原告陈敏元诉被告TSE MAN DIK ANDY离婚纠纷一案，
原告诉讼请求：1.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的婚姻关系；2.各人的财产归各人所有。
现因被告TSE MAN DIK ANDY（男，1973年2月7日出生，美国公民，住美国纽
约14 Pebble Cane，Staten Island，NY.10305）在诉讼期间无法直接送达应诉材料，
现本院向上述被告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
务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定于 2020年 9月 25日上午 8时 40分在本院第 32法
庭（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逸景路333号）适用一审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鲁0602民初14105号 袁冬：本院受
理原告陈浩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寻找不到你，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袁冬返还原告陈浩林欠款
110000 元人民币及利息 3300 元人民币；2.判令被告袁冬返还原告陈浩林欠款
68400欧元（折合人民币 533520元）及利息 16005元人民币；3.本案诉讼费用全部
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4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毓璜顶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REN FEIYUE：本院受理原告肖琴诉你离
婚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粤0306民初21446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提出诉讼请求如下：一、请求
判决原告与被告离婚；二、请求判决孩子的抚养权归原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15 日
内。本案定于2020年12月22日14时30分在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C栋四楼家
事审判庭不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公告 苏式碧银（TO THI BICH NGAN）：本院受理原告
李海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19）冀 0929 民初 86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民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
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俊龙（CHEN，CHUN-LUNG）：本院受理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苏0585民初30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玉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莉、洪志皓、洪志楷：关于原告
马嘉、马端、马瑞诉你们继承纠纷一案（2019）桂0902民初3318号，本院选择鉴定
机构为广西国联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20年8月9日9时在玉林法庭质证，并
于 8月 10日 9时至 12时在广西玉林市玉州区城站路 130号 13楼 302号房和江口
里 11号房屋勘验,8月 12日 10时至 14时在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通惠门路 3号锦
都1栋2单元7楼12号房屋勘验，请到场参加。
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建军：本院受理原告袁福纯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已经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辽 0303
民初2317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于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嘉祥县人民法院公告 BUI THI MY THAM：本院受理陈长武诉你离婚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9）鲁0829民初859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准予原告陈长武与被告BUI THI MY THAM离婚。自公告之日起三
个月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公告期满后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桂民初 34 号 何灵丰，薛由钊，林
江汕：原告华融前海财富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伟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平
果恒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江南支行与

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桂民初34号民事判
决书、平果恒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诉状。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欧洲足球联盟：本院已受理（2018）京
73行初8562号原告杨伟豪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行政纠纷一案，本案系原
告不服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评字［2018］第 000110587号
商标撤销复审裁定书提起的诉讼，本院依法通知你方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参加诉讼须
知、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材料，被告答辩状及被告证据等。本公告自发布之日
起3个月即视为送达，陈述意见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
院定于2020年9月16日10时30分在本院第十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届时你
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歙县人民法院公告 （2020）皖1021民初683号 阮氏秋
霞（NGUYEN THI THU HA）：本院已依法受理原告吴本吉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
院杞梓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审判。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京 0114 民初 3463 号 邓向奎（外文姓名
XIANGKUI DBNG）：本院对原告陈慧与被告邓向奎离婚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0）京0114民初34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
回陈慧的离婚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元由陈慧负担，已交纳。公告费（凭票
据），由陈慧负担，已交纳。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前往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苏0214民初7544号 无锡长荣餐饮
有限公司、林国远、戴方炜：本院受理原告许海波诉被告无锡长荣餐饮有限公司、
姚黎虹、李应运、林国远、戴方敏、戴方炜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方送达证据副本、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20年9月15日14时整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苏0214民初7484号 无锡长荣餐饮
有限公司、林国远、戴方炜：本院受理原告陈吉诉被告无锡长荣餐饮有限公司、姚
黎虹、李应运、林国远、戴方敏、戴方炜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方送达证据副本、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 2020年 9月 15日 10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苏0214民初7483号 无锡长荣餐饮
有限公司、林国远、戴方炜：本院受理原告无锡市北塘区三里桥粮油饲料有限公
司诉被告无锡长荣餐饮有限公司、姚黎虹、李应运、林国远、戴方敏、戴方炜分期
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送达证据副本、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20年9月15
日9时15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苏0214民初7545号 无锡长荣餐饮
有限公司、林国远、戴方炜：本院受理原告南长区惠成厨具经营部诉被告无锡长
荣餐饮有限公司、姚黎虹、李应运、林国远、戴方敏、戴方炜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送达证据副本、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20年9月15日15时整在本院
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苏0214民初8188号 无锡长荣餐饮
有限公司、林国远、戴方炜：本院受理原告沈开雄诉被告无锡长荣餐饮有限公司、
姚黎虹、李应运、林国远、戴方敏、戴方炜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方送达证据副本、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20年9月15日16时整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法院公告 BUI THI TAM：本院受理原告郑
永安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皖
1721民初11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准许原告郑永安与被告BUI THI TAM
离婚。你应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麦氏春贤（MAI THI XU-
AN HIEN）：本院受理原告孔伟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 1403民初 18号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相
关应诉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阮 玉 玲（NGUYEN
NGOC LINH）：本院受理原告孟祥金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1403民初1422号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相
关应诉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